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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为贯彻落实
《网络安全法》和网络安全工
作责任制有关规定，加强对
网络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及
监督管理，督促各级各部门
将网络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近日，州网信办、州通发办会
同省网信办工作组在康定地
区开展了网络安全抽查检测
专项工作。

此次专项工作按照省网
信办的统一部署，由州网信
办、州通发办会同省网信办工
作组共同完成，重点检查了部
分党政机关、重点企事业单位
的门户网站和信息系统的安

全情况。采取座谈交流、查验
文档资料、技术检测等方式，
现场抽查和远程检测相结合
开展检查，重点了解网络安全
责任制落实情况、信息资产管
理情况、终端计算机安全防护
情况、漏洞自查及修复情况，
同时开展了渗透测试、恶意代
码及安全漏洞检测。

抽查检测的结果评价当
场反馈给被检单位，在指出存
在问题、提出整改建议的同
时，督促其落实相关网络安全
工作责任、履行安全保护义
务，切实保障网络安全运行。

州网信办

我州
抽查检测网络安全

11月3日晚，白格堰塞湖再次断流，州
委宣传部立即作出部署，甘孜日报社立即启
动自然灾害报道应急预案，决定派出记者张
磊跟随首批救援人员赶赴白玉。当日晚上9
点过，张磊和州电视台记者段尚银等人在苍
茫夜色中出发，而折多山上大雪纷飞，康定
距离白玉县680多公里，救援组足足走了一
个通宵。

11 月 4 日 7 点过，经过一夜颠簸，张磊
和段尚银等人身心疲惫地出现在白玉县
委，接受前线指挥部的任务安排。

白格堰塞湖库容量每天都在上涨，州委
书记刘成鸣，州委副书记、州长肖友才等州领
导无比揪心。11月6日，刘成鸣、肖友才在崎岖
冰雪道驱车两个小时，换乘摩托车沿悬崖峭
壁行进半个小时，再沿金沙江下游乱石嶙峋
的干河道步行两个小时，达到堰塞体坝顶，
要求受堰塞湖威胁区域迅速疏散转移群众，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严守“不出现人员伤亡”
的底线。为全面落实中央、国家和省州领导的
相关指示精神，我州交通、林业、消防、部队官
兵、电力、公安等抢险救援工作全面展开。

11月6日晚，甘孜日报记者马建华、张
磊、余秋林和州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何良忠、
记者洛嘎、肯布及白玉电视台记者连夜赶
赴则巴村中转站。26 公里的崎岖山路，冰
雪道危险重重，坡陡弯急，司机凭借经验在
坡度60度以上的暗冰道上行驶，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艰难行进，采访组终于入住前方
救灾组搭建的救灾帐篷。深夜，大雪纷扬，
帐篷里寒气袭人。帐篷四周，狗叫声不止，
一条狗钻进帐篷，蜷缩在记者床铺旁边，因
为太冷，记者们不忍心将它驱离。11 月 7
日，白格堰塞湖库容量达到2.71亿立方米，
白格堰塞湖形势严峻，严重威胁我州金沙
江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大早，10 多
公分厚的大雪扮美了村庄，却给机具、救灾
物资、救援人员进出等带来极大困扰。“我
们的挖掘机司机在山上被大雪困了一夜，
徒步到中转站休息了三个小时又到山上去
作业了，你们应该去采访一下。”州政府副
州长何康林说。

马建华和洛嘎接受采访任务后，乘坐汽
车达到挖掘机作业区域，对现场人员进行了
采访。采访结束后，因为没有车辆下山，马建
华和洛嘎在冰雪道里小心翼翼步行了一个
多小时才回到中转站。

接指挥部通知，西藏昌都将通过水运两
辆挖掘机到我州方向，张磊主动请缨与何良
忠以及白玉县电视台记者徒步前往采访。

“作为转业军人，在自然灾害采访报道中，更
应体现勇于担当的军人本色。”尽管挖拙机
没有按时运送过来，张磊等人在卵石垒垒的

河床艰难行走了6公里，沿着崎岖山路步行
了6公里，浑身被汗水湿透。

“请拍摄道路抢通情况、救灾物资运输
情况、抢险人员集结情况、抢险通道建设进
度等视频和图片资料……”一道道指令从救
灾指挥部宣传组发出，前方记者立即行动，
第一时间提供了珍贵资料。甘孜日报社党委
书记、社长洼西彭错每天坚持打电话询问采
访进展情况，提出报道要求；副总编辑扎西
与州县宣传部领导会商宣传方案，部署落实
采访点位；川报挂职记者游飞采访救灾进展
情况，在四川日报和川报观察刊发了我州众
志成城抗大灾的抢险应急稿件；前线指挥部
宣传组组长、州委外宣办、州政府新闻办主
任陈段恋，州委宣传部网络舆情中心副主任
周晓宏与媒体记者并肩作战，舆情会商、通
稿发布，通宵达旦忘我工作。“灾情发生后，
我几乎都是凌晨3点过睡觉。”周晓宏告诉
记者，其实坐镇新闻中心的州县宣传部门领
导都保持着这样的工作节奏。甘孜日报记者
杨杰、刘小兵一直随州委、州政府领导在抢
险第一线进行采访。前线指挥部宣传组长、
白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扎西拥珍4天5夜
只休息了20个小时，白玉县电视台记者泽
翁多吉一直坚守在堰塞湖坝口，收集第一手
资料，该县宣传系统全员出动，在资料提供、
安排采访、协调工作等方面为媒体记者当好
总后勤。甘孜日报社、州广播电视台开辟专
栏，立体式、全景式报道“11·03”白格堰塞
湖抢险救援情况。

11月8日是记者节，州县媒体记者与救
援人员一道早出晚归，用镜头和笔触见证着
我州干群与自然灾害赛跑创造的奇迹。

11月3日17时15分至19时，白格堰塞湖原址坝前水
位上涨4.32米，下游江水断流，再次形成堰塞湖，灾情威胁
到我州白玉、巴塘、得荣县金沙江沿岸群众的生命安全。灾情
发生后，州级和相关县级媒体记者紧急集结，在危机四伏的
冰雪山道上、在荆棘丛生的原始森林，媒体人用笔和镜头记
录了堰塞湖救援现场的珍贵瞬间，为外界展现了我州媒体人
敬业奉献的职业操守，展现了我州干群万众一心抗大灾的职
责使命，媒体人在灾害现场，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记者节。

◎余秋林 甘孜日报记者 扎西 马建华 张磊 文/图

10月11日上午7时，白玉县与西藏昌都
市江达县发生山体滑坡，阻断金沙江干流形
成堰塞湖即白格堰塞湖，险情发生后，引起了
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

中央和省州媒体迅速向灾害现场集结，
甘孜日报记者余秋林接受航拍任务后，与报
道组成员于当日抵达白玉县城，12 日中午
11时抵达堰塞体。“当时，情况紧急，险情不
明，我们到达白玉县则巴村后，已无路可走，
我们不得不徒步前往灾害核心区，这是一次
让我终身难忘的采访，在只有十几公分宽的
山道上，下面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周围
是荆棘丛生的灌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入
深渊。”余秋林说，在灌木丛林中，我们提心
吊胆走了7公里，然后穿越飞石不断的坝体
下方，余秋林和记者谢臣仁、川报记者徐登
林终于航拍到堰塞湖全景。这些珍贵镜头被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公众平台选用，为外界
了解白格堰塞湖灾害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
视频和文字资料。

11月3日，白格堰塞湖再次断流，余秋
林深知采访艰辛，接受报道任务后，他仍然
义无反顾再次踏入灾区采访。11 月 5 日中
午，余秋林与甘孜日报报道组抵达白玉县，
匆匆吃过午饭，余秋林和报道组成员一道赶

赴白格堰塞湖指挥部报到，接受任务，主动
谋划航拍预案。11月6日，余秋林和报道组
赶赴白格堰塞湖中转站后，徒步前往现场，拍
摄了堰塞湖全景、航拍视频、照片，救援人员
和相关专家现场视频与照片。11月7日晚，在
中转站的州县媒体记者住的帐篷里，哈气成
冰，帐篷结满了冰渣，矿泉水冻成冰块，记者
们冷得缩成一团。11月8日是记者节，则巴村
早已白雪皑皑，尽管手脚冻得不听使唤，余秋
林带上设备，奔走在各抢险救援的点位上。

两上堰塞湖的记者

白格堰塞湖
灾害救援现场的

甘孜日报社印刷厂系
事业性质、自收自支、企业
管理的区级单位。现因业务
发展需要，特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组版编辑工作人员。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坚持公平公开、自主自

愿、竞争择优的原则。
二、招聘职位
组版编辑工作人员2名。
三、招聘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有较高的政治修养
及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道德
素质。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
信，为人正派，廉洁自律，无
不良记录。

（三）有创新意识、进取
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有强
烈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
能服从单位安排，顾全大局。

（四）具备较强的业务
水平和工作能力,具有正常
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五）应具备专科及以
上学历（含国民教育序列在
读，2018 年前普通高校毕
业的应聘人员学历及相关
证书须经国家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认定。）

（六）年龄在35周岁以下
（1983年11月1日后出生）。

（七）熟练掌握计算机网
络技术，有一定的文字写作
能力，在地市级党报或刊物
上发表过文章，且有绘画基
础，具有美术设计能力，藏汉
文报刊版面编辑和图片编辑

（熟练操作方正排版软件），
能熟练操作图片编辑相关软
件（PS、CDR 等），能熟练运
用PR、AE等视频编辑软件
人员同等条件下优先。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截止时间：

2018年11月15日中午12时。
（二）报名地点：甘孜日

报社人力资源部；联系人:
泽 仁 正 光 ；联 系 电 话:

（0836）2835713，邮 箱 ：
1745192180@qq.com。

（三）报名方式：采取现
场报名和网上报名的方式
进行。

（四）报名材料：
1.现场报名：本人身份

证或户口簿、毕业证书等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1 份；2

寸免冠彩色照片 2 张和《甘
孜州甘孜日报社印刷厂招
聘工作人员报名表》一份。

2.网上报名：本人将填
好的《甘孜州甘孜日报社印
刷厂招聘工作人员报名表》

（需在指定位置上传 2 寸免
冠彩色照片）和本人身份证

（户口簿）、学历证等所有扫
描件电子档一并发送到指
定邮箱。

（五）招聘方式:
1.初审：甘孜日报社招

聘领导小组对报名人员进
行资格初审。

2.考核：对初审合格人
员进行综合能力笔试和面
试，最后依据笔试、面试总
成 绩 确 定 拟 聘 人 员 。( 笔
试、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另
行通知)。

（六）考察：
根据笔试、面试折合总

成绩，依据分数高低确定考
察对象。由招聘单位对其德、
能、勤、绩、廉等方面进行全
面考察。如考察不合格，则按
分数高低依次递补。

（七）体检：
考察结束后，等额确定

体检人员，体检参照事业单
位招聘人员标准进行，体检
不合格则按分数高低依次
考察后递补。

五、聘用和待遇
（一）体检合格者与印

刷厂签订《劳动合同》，约定
3 个月试用期，执行试用期
工资，试用期工资执行基本
工资。

（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
的正式聘用，执行正式聘用
人员工资，购买五险一金。

六、其他事项
（一）应聘人员必须保

证报名资料准确、真实，并
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对个人
信息及提交的资料真实性
负责。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
过程，任何环节发现应聘人
员填报信息不实或与报考
岗位要求不符的，均取消其
招聘资格，后果由应聘人员
自行负责

（二）本公告由甘孜日
报社人力资源部和甘孜日
报社印刷厂负责解释。未尽
事宜另行研究决定。

甘孜日报社人力资源部
2018年11月8日

甘孜日报社印刷厂关于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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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县电视台记者在则巴村采访。

甘孜日报记者沿金沙江江底徒步前
往堰塞湖，身后是清晰可见的塌方体。

甘于奉献的媒体人

（紧接第一版）鼓励有条件的
乡镇大力新建一批通村联网
路、组级公路。要树牢“联动意
识”，高效“管”。积极调动各
方力量，坚持依法治路、构筑
管理体系、强化生态保护，加
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农村公路管理新格局，到
2020 年，全州县乡两级农村
公 路 管 理 机 构 设 置 率 达
100%，让农村公路成为幸福
美丽乡村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要 树 牢“ 统 筹 意 识 ”，持 续

“ 护 ”。“ 公 路 三 分 建 、七 分
养”，务必在转观念、强保障、
严考核上下功夫，解决好“只
建不养、重建轻养、以建代养”
的问题，确保“有路必养、养必
到位、养就养好”，实现“县有
路政队、乡有监管员、村有护
路员”，确保到2020年农村公
路列养率达 100%、优良中等
路比例不低于 75%。要树牢

“创新意识”，优化“运”。农村
公路要发挥最大运营效益，务

必树牢“创新意识”，加快完善
农村客运网络体系，优化农
村客运组织方式、物流发展
方式，真正实现建好一条公
路、方便一线群众、带动一方
发展、造福一方百姓。

会议要求，全州交通运输
系统务必按照“五大行动”要
求，逐一对照、全面自查，以刮
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
祛除作风积弊，真正把“五大行
动”的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引导干部职工切实增强“人
人都是窗口形象”的荣誉感、

“人人都是测评对象”的责任
感、“人人参与测评工作”的使
命感，提高站位、补齐短板、务
求实效、提质升位，推动交通运
输系统政风行风根本好转，全
力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州交通运输局、州公路局、
州扶贫移民局等州级相关部门
负责人，各县（市）分管副县长、
交通局长、公路局长参会。

记者 宋志勇

全州“四好农村路”
建设现场会在甘孜召开


